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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记者：新然 张颖 颖栒
被采访人：李玉坤
记者：李老师，您是《国旗法》的

首倡者和建议人，请您介绍一下工
作室保存了哪些档案资料。

李：我的工作室里面有三方面的
资料，就是我的家庭档案吧。其中美
术方面的资料是第一位的，比较多
（与专业有关），有《中国美术全集》
《中国工艺美术全集》。第二，我做丝
毯的，跟工艺美术，艺术丝毯有关的
一些资料，还有我的一部分织毯的设
计手稿（这是与工作有关的）。第三
方面，因为我参加了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又参加了两届省人民代表大
会，还有做过政协常委，所以有关于
参政议政方面的一些资料和一些证
件，还有关于《国旗法》的一些资料，
都是我的家庭档案。

记者：关于《国旗法》，当初想法
从何而来？

李：1988年国庆节，我们一家
在如皋街头走了很长的路，一路上，
我爱人发表议论，说怎么国庆节也
没有看到一面五星红旗啊，当时就
让我有了一些感触。这年8月我在
美国，美国到处都能看到国旗，那我
们的国庆节都看不到国旗，就觉得
不正常了，所以连夜写了一封信，就

是关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唤起人
们的国家观念，尽快制定让五星红
旗规范张挂办法的一个建议，这个
建议过了国庆节我就寄到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了，然后几个月以后，就收
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寄来的
一封信。

记者：那么，后来《国旗法》是如
何制定实施的呢？

李：这封信写出来的时候，还没
有上升到《国旗法》的高度，但是后
来在全国人大第七届第12次会议、
第13次会议、第14次会议讨论了
《国旗法》，一点点累积起来，这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史实。在1950年，
通过全国政协，那时候还没有全国
人大，这部分复印件就是关于1950
年的，当时政协提请搞国旗国歌的
一些办法。当时全国政协第六小组
起草的关于国旗悬挂办法，过去都
叫悬挂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悬挂办法，都有规定，这些办法后来
在《国旗法》中都有体现，这些史实
很有意思。

记者：谢谢李老师讲了这么多
精彩的故事，李老师曾将90件珍贵
的档案资料赠送给如皋市档案馆，
也因此被评为2018年“江苏省最美
家庭档案”获得者。

在“6·9”国际档案日前夕，如皋
市档案馆、如皋市融媒体中心举办了
《岁月留痕——档案走进家庭》 直播活
动。活动引发广大网友普遍关注，至当
日晚19时，点击量高达8.36万人次。

在馆内，适逢档案馆开放日活动，
高新区实验小学二年级的学生走进档案
馆开展“记录成长 寄存梦想”档案教
育实践活动，融媒体记者在市档案馆副

馆长陈红的带领下，全面了解了档案馆
基本概况、库区的安保及档案保管的情
况、镇馆之宝和其他重要珍贵档案及相
关不为人知的故事及馆藏珍贵家庭档案
保管情况等。

馆外直播，记者走进如皋市公安局
综合档案室，探究涉及民生的重要档案
户籍是如何解民忧的；在家庭档案收藏
达人胡吉飞老先生家，从上世纪五十年

代起即开始收集整理的各类家庭档案见
证着新中国发展壮大、影射时代变迁、
记忆家庭成长；在档案馆指导科，工作
人员向大家展示了她家分类明确、整理
规范的家庭档案，边介绍边示范，同时
介绍了全市有特色的几位家庭档案收集
达人档案情况；在江苏省最美家庭档案
获得者李玉坤的工作室，他着重讲述了
收集与《国旗法》相关资料，体现了深

厚的家国情怀。
在集中访谈现场，市档案馆馆长谢

晓明，章晓林、胡吉飞、周丽君等人围
绕家庭档案面上情况及今后的举措及各
自家庭档案建设情况，拿出各自珍藏的
家庭档案，交流互鉴，访谈现场气氛活
跃、畅所欲言，拉近了与网民朋友的距
离，更助推了家庭档案的记录传承。

□通讯员李小霞

今年，我家获评如皋市“书香之
家”，家庭档案——图书的收藏是一个
重要原因。我家的爱好就是喜爱购书、
读书和藏书，不仅有纸质图书，还收藏
了全套的《申报》、解放前的《新华日
报》、民国史料丛书、各类地方志等上万
册的电子图书资料，通过这些不同载体
的家庭档案，我们从中收获到不少知
识、乐趣，还各自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我存有一册《农民识字课本》。这是
上世纪50年代初如皋县政府教育科编
辑的第一本农民学习文化知识的工具
书，也是我父母亲一辈学习文化用到的
课本，见证了当年如皋乃至全国展开的
一场轰轰烈烈农民扫盲运动的历史。如
皋县委、县政府从1955年开始，先后组
织了三次大规模的全县扫盲运动。《农民
识字课本》就是为适应当时的需要而编
写的。该书48开本，封面用土黄色的牛
皮纸制成，印有三行文字，第一行为繁体
的“农民识字课本”。第二行印有“第一
册”，最下面印有“如皋县政府教育科印”
字样。整个课本封面、封底、内芯计30
页，字迹略大，便于携带和认读。

我的父母亲就是这场扫盲运动的受
益者，他们由大字不识一个的工人、农
民，变得不仅能读书看报，还能通信交
流。也正是因为扫盲，我的父母亲深深
地认识到学习文化的重要性，他们非常
重视我们兄妹三人的文化教育。我们兄
妹三人的文化水平跟他们相比，更是发
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是大学毕业，我大
哥高中毕业，我妹是中专生。我女儿是
中科院的一名在读博士生。我真心感谢
这场扫盲运动。我们如皋的教育美名
扬，这场扫盲运动更是功不可没。

家
庭
收
藏
乐
趣
多

□
周
丽
君

2019年5月，笔者参加如皋市档案馆、如皋市融媒体中心组
织的“家庭档案”活动，应邀展示所存家庭老档案。关于家庭档
案，狭义概念是指与本人或家庭有直接关联的档案，广义则指一
切与自己有关的档案。在搜集老档案的过程中，我个人是有“中
国特色”的。好像在国外，无论名人，还是普通人，都可以写传记，
来反映社会变迁的过程。不过在中国，我一直认为名人才有资格
写传记，留档案。比较著名的例子就有胡适先生每次写信，都留
有底稿，因为他知道将来的胡适必然是名人，其信自然是重要的
历史档案。我个人觉得自己不可能成为胡适那样的名人，自身档
案未曾好好保留，平日搜集档案重名重值，重旧重老。因此我展
示的是两份他人的毕业证书。

两份毕业证书都印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均印有毛泽东头像和
五星红旗，但是内容不同。一份是：毕业证书，师字第165号；学
生周敬系江苏省如东县人，现年20岁，在本校师范修业期满，成
绩及格，准予毕业；此证，江苏省如皋师范学校（钤印“江苏省如皋
师范学校”）校长姚古渔（钤印白文“姚古渔”），一九五五年七月
（钤印“江苏省教育厅”）。照片处还敲有“如皋师范学校”的钢
印。另一份是：毕业证书，蒲字第449号；学生杨朝秀系江苏省如
东县人，现年二八岁，在本校初中部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
业；此证，如皋县白蒲初级中学副校长（蓝字，钤印“如皋县白蒲初
级中学”）窦建（钤印朱文“窦建”），一九五六年七月十日（钤印“如
皋县人民委员会”）。

对比两张毕业证书，不仅直接从实物展现出解放初期如皋的
教育历史，而且涉及到如皋的名人、区域划分历史。第一张比第
二张更有档案价值。首先，如皋师范是一所名校，属于中国历史
最早创办的公立师范学校之一，出过吴亚鲁、魏建功、吴俊升等一
批如皋近代史上最有名的历史名人。白蒲中学虽然也是名校，但
是只是如皋地方名校，影响力相对有限。其次，如皋师范时任校
长姚古渔先生是一位名人。南通大学教授顾启老人毕业于如师，
他在忆文中写道，姚古渔先生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汉字
简化专家。

对比两位毕业者籍贯也非常有趣，都不是如皋人，而是如东
人。籍贯相同，历史原因截然不同。如皋师范历史悠久，历来对
周边地区（包括南通、泰兴、海安、如东、东台等地）招生。白蒲初
中录有如东学生，确是一段特殊的历史。白蒲地处通如两地交界
处，历史上属于如皋或南通。不过1949年，白蒲划归如东，1954
年又划回如皋。1949年，如东县人代会决定筹办“苏北如东中学
白蒲分校”，于次年正式创办，仅有初中一二两年级生80余人。
1951年，学校更名“如皋县白蒲初级中学”。1954年后，又更名

“如皋县白蒲初级中学”，即与本人所存毕业证一致。因此，其间
白蒲初中也招收了大量如东籍学生，杨朝秀便是其中一位。

今年高考作文题讲究众味调和，其实研究地方档案、文史也
应如此，以老档案为基础，将其中“诸味”史料一一挖出，才更加真
实有趣。

记两份如皋毕业证
□彭伟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70周年。其间，从整个社会到每个家庭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个家庭都有
自己独特的时光轨迹，而家庭档案的存在就像一张渔网，将那一段段家与国的故事从时光长河里一路打捞起，入网珍
藏。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庭档案见证了新中国成立70年周年的巨大变迁。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在以自己独特的
方式迎接这一天的到来，而这些珍贵的时光剪影就是他们献给新中国70周年最好的礼物。

融媒体记者：张莉 杨春明 玉宇
被采访人：胡吉飞
记者：如皋有这样一位老人，他保

存了建国以来自己和家人的所有档案
文件，他就是今年已经83岁的胡吉飞
老师。

胡老，您好！您是从什么时候开
始收藏家庭档案的？当时为什么想起
收藏？

胡：我是从1949年上小学的时候
开始收藏的，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
成立，农村里的人大都缺知少识，有书
和笔很不容易，基本就是片纸如金。而
我当时学习成绩还可以，就把成绩报告
单保存起来，这样逐渐养成了收藏家庭
档案的好习惯。

记者：好的。我们可以看到桌上

满满当当都是胡老保存的家庭的档
案，给网友讲一下您的家庭档案主要
有哪些内容？

胡：我今天展示给大家的家庭档
案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我个人的档
案资料，二是我爱人的档案资料，三是
我二哥胡长生参加解放军时候的一些
档案资料。

记者：胡老的档案在2012年南通
市家庭档案评比活动中获得二等奖，
我们就从胡老的个人档案看起。

胡：我收藏的个人档案跨越 70
年，有我学习和生活的资料、工作的票
据和小结、出行的车票和景点门票等。

记者：胡老保存的档案内容还是
很丰富的，在这里面哪个是您印象最
深刻的？

胡：说起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
1952—1955 年开学缴费通知单了。
那会儿家里穷，上不起学，共产党来了
之后才有学上的，学校三番五次到家
里动员，小学毕业之后考通师，校长帮
我们报的名，考上了之后，乡政府给我
出的证明让我分期缴款，我是通师第
一个开通分期缴学费的，要不然我就
上不了，这是当时共产党的好政策啊。

记者：收藏家庭档案对您有什么
意义？

胡：回顾我这70年的人生历程，
我的成长与共产党的关怀培养是分不
开的，托祖国的福，我这么多年的奋斗
脚印很平稳。每当我整理这些家庭档
案时，就仿佛翻阅这70年的时代变迁
和人生轨迹，心里格外满足和快乐。

融媒体记者：彭伟
被采访人：章晓林
记者：章老，今天有什么家庭档案可以展现给

大家看看？
章：我带了四枚校徽。三角形校徽是1952年我

上小学的时候，上面印着如皋县李桥小学，李桥小学
就是下原李桥小学，这一枚校徽是一枚铜板缴上去
以后，用印模，铜板一压就成为了这样一枚校徽，所
以这个是紫铜的。第二枚是如皋白雁桥初中，1957
年时我上初中。下面两枚是扬州师范学院，我是
1963年从白蒲中学毕业以后考取了扬州师范学院
中文系。那时我们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进
扬州师范学院的时候，国家对师范学校非常重视，每
个月提供免费伙食费，一个月13块，每个人一学期
还提供4块钱的助学金。当时我们在学校的照片，
我拍了很多照片（这也是老档案）这也是我家保存的
很重要的照片档案，黑白照片，上面就有我们同学毕
业时候的合影，1968年拍的。

记者：从照片上看档案价值，有很明显的时代
烙印。当时学生的毕业校服全是统一的白色和灰
色，基本是统一的。那时候照片也是黑白的，回头
看，现在进入新时代，现在都是彩色照片，拿起手机
就可以拍了，当时拍一张照片都是很不容易的，现在
穿的服装都是五颜六色的，所以社会的进步也就在
我们家庭档案里，像一张照片就能折射出来，这是非
常有意义的。

章：这是扬州师范学院那时候的校门，到了20年
以后，改成扬州大学了，说明我们师范教育正在向前
发展，20年后我们几个老同学又在一起拍照片了。

这是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乙班）六七届同学如
皋聚会留念。2017年，前年，我们毕业50周年，当时
我在班上任副班长，在学校时我当副班长，也没有给
大家提供什么服务，50年以后我要请你们到我们如皋
来看一看，1964年，扬州师范学院就组织几百名师生
到我们如皋来参加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就
在郭园公社，后来又到建设公社参加全国第一次人口
普查，现在回想起来，50年以后他们又回到了如皋，感
慨万千，带他们参观水绘园等地，他们开心极了。

记者：无论是家庭档案，还是如皋档案，章晓林
老人都是档案收藏和使用的先行者，值得我们学习。

《岁月留痕——档案走进家庭》：融媒体直播颇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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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档案收藏达人访谈

摄影：融媒体记者谢爱平 丁阳 篆刻：丁建昌


